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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智能电力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是

一种智能防误操作钥匙箱及其使用方法，箱体内

设置多个箱格，每个箱格内均设置RFID读写器和

钥匙状态指示灯，RFID读写器与设置在该箱格内

钥匙上的RFID电子标签一一对应，箱门上设置电

子锁，箱体上设置触摸显示屏模块、图像采集模

块、无线通信模块、语音播报模块和中央处理模

块，RFID读写器、电子锁、钥匙状态指示灯、触摸

显示屏模块、图像采集模块、无线通信模块、语音

播报模块均与中央处理模块有线连接。本发明通

过手机远程审核，每次取用钥匙都需要通过上级

管理人员的批准和回复，通过远程管理进行解锁

和开箱，以达到企业钥匙规范化使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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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防误操作钥匙箱，包括箱体和箱门，所述箱体内设置多个箱格，其特征在

于：每个箱格内均设置RFID读写器和钥匙状态指示灯，RFID读写器与设置在该箱格内钥匙

上的RFID电子标签一一对应，所述箱门上设置电子锁，所述箱体上设置触摸显示屏模块、图

像采集模块、无线通信模块、语音播报模块和工业计算机，所述工业计算机包括中央处理模

块、存储模块、内存模块，所述RFID读写器、电子锁、钥匙状态指示灯、触摸显示屏模块、图像

采集模块、无线通信模块、语音播报模块均与中央处理模块有线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防误操作钥匙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上设置身份

信息采集模块，所述身份信息采集模块与中央处理模块有线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智能防误操作钥匙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通信模块采

用GSM无线通信协议进行无线通信。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智能防误操作钥匙箱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A.采集合格人员信息，建立合格人员信息数据库；合格人员包括具有直接取放钥匙权

限的高级申请人和具有发起取放钥匙操作申请的初级申请人，具体过程为：

A1）采集合格人员的脸部图像信息并存储；

A2）采集合格人员的个人身份信息并存储；所述个人身份信息包括申请人的名称、职

务、联系方式；

A3）将合格人员的脸部图像信息与个人身份信息进行一一关联，在存储模块内生成合

格人员信息数据库；

B.申请人向钥匙箱发起箱格n的存取钥匙操作申请，操作申请包括操作类型、操作原因

或完成时间一种或多种，中央处理模块判断发起申请的申请人是否为合格人员，是则进入

下一步，否则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短信至上级管理人员进行提醒；

C．中央处理模块判断合格人员的操作类型为取钥匙或存钥匙；若为取钥匙，则进入步

骤D；若为存钥匙，则进入步骤E；

D．中央处理模块判断是否允许申请人取钥匙，若允许，则箱门打开，反之，则箱门不打

开；具体流程如下：

D1）中央处理模块判断箱格n内是否有钥匙，若没有，则箱门不打开；若有，则进入步骤

D2；

D2）中央处理模块判断申请人的类型，若申请人类型为高级申请人，则控制箱门直接打

开，申请人取走箱格n内的钥匙，箱格n的钥匙状态指示灯熄灭，同时将该申请人对箱格n的

取钥匙记录进行存储；若申请人类型为初级申请人，则进入步骤D3；

D3）中央处理模块将申请人信息及取钥匙的操作原因、完成时间通过GSM无线通信模块

以短信的形式发送至上级管理人员进行远程审批，审批通过，则箱门打开，并进入步骤D4；

反之，则不打开；

D4）申请人取走箱格n内钥匙，存储模块将申请人对箱格n的取钥匙记录进行存储，同

时，箱格n内的钥匙状态指示灯关闭，；

E.  中央处理模块查询该申请人是否有钥匙箱内钥匙的借出记录，若有，则箱门打开，

申请人存钥匙，反之，则箱门不打开；申请人存放钥匙后，对应箱格的钥匙状态指示灯亮起。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智能防误操作钥匙箱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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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的具体过程为：中央处理模块控制图像采集模块对申请人进行拍照，将图像信息传送给中

央处理模块，中央处理模块将接收到的图像信息与合格人员信息数据库中的图像信息进行

比对，若比对不成功，则为不合格人员；若比对成功，则为合格人员。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智能防误操作钥匙箱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D中

箱门打开同时，中央处理模块查询发起取钥匙申请的申请人是否有钥匙箱内除箱格n外所

有箱格的钥匙未还记录，若有，语音提示先归还钥匙，并在钥匙归还后点亮对应箱格内的钥

匙状态指示灯；若归还的钥匙与箱格不对应，则钥匙状态指示灯为亮起的红灯；若归还的钥

匙与箱格相对应，则钥匙状态指示灯为亮起的绿灯，并在存储模块内记录归还钥匙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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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防误操作钥匙箱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智能电力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智能防误操作钥匙箱及其使用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今，各制造企业、生产企业、零售公司、央企国企，都有大量钥匙需要管理，管理

方式五花八门，大多数企业对于钥匙的管理均停留在制度约束、人工登记管理的模式上。钥

匙管理作为企业日常管理中最普遍和最常态的工作，其重要性不可忽视，且事故发生后不

易追溯其源头，因此如何安全、可靠地管理钥匙成为一个通用需求。

[0003] 当前存储柜（含钥匙箱）基本采用纯物理钥匙存储管理或者简易智能识别管理，前

者存储方式过于老化，无法追溯使用者和使用时间，需要管理员手动记录，管理保存记录单

也存在安全隐患；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增加了本地管理方式，利用人员本地化存储记录来

处理申请人的身份和使用时间，相比第一种方案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例如授权公告号

CN203444542U的专利文献公开一种基于人脸识别的钥匙管理系统，包括摄像头、上位机、

RS232转RS485模块、钥匙控制器及钥匙柜；上位机与摄像头、RS232转RS485模块连接，控制

摄像头采集人脸图像，对该人脸图像处理后与人脸数据库匹配，若匹配成功，则发送控制指

令给RS232转RS485模块；钥匙控制器与RS232转RS485模块、电控锁连接，用于将RS232转

RS485模块发送的控制指令的目的地址与自身地址进行匹配，若匹配成功，则控制电控锁打

开或关闭钥匙柜抽屉；该专利通过人脸识别系统对人员的信息进行比对，但是与纯物理钥

匙管理方案相同，均属于本地化方案，随时可以增加、删改信息，也会带来钥匙使用的安全

隐患，无法对申请人进行约束管理。鉴于此，如何将钥匙管理过程中的信息进行智能管控，

避免篡改，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所需要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0004]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将其与第二种方案进行融合，使设备联网进行审批

管理，例如申请公布号CN108492410A的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基于多人控制的智能闭锁系

统，包括：服务器、移动终端、智能钥匙和智能锁；服务器用于存储智能锁的状态信息；智能

锁设置有RFID芯片，该RFID芯片设置有能被智能钥匙识别的唯一锁码；移动客户端设置有

锁控单元，用于接收并验证所述智能钥匙读取的对应智能锁的锁码，验证正确后向智能钥

匙发送解锁或闭锁操作指令；移动终端设置有用于对所述智能锁解锁前进行联动挂牌和联

动拆牌的联动管理单元。该专利增加了远程审批、锁码验证的机制，避免本地数据篡改，不

足之处在于：仅对取或放钥匙的过程进行验证，并没有对钥匙借出或者存储状态的管理工

作，实际使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智能防误操作钥匙箱，

通过手机远程审核，每次取用钥匙都需要通过上级管理人员的批准和回复，通过远程管理

进行解锁和开箱，在钥匙箱使用不规范时还能自动向上级管理人员发送短信报警，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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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钥匙规范化使用的目的。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智能防误操作钥匙箱，包括箱体和箱门，所述箱体内设置多个箱格，每个箱格内均

设置RFID读写器和钥匙状态指示灯，RFID读写器与设置在该箱格内钥匙上的RFID电子标签

一一对应，所述箱门上设置电子锁，所述箱体上设置触摸显示屏模块、图像采集模块、无线

通信模块、语音播报模块和工业计算机，所述工业计算机包括中央处理模块、存储模块、内

存模块，所述RFID读写器、电子锁、钥匙状态指示灯、触摸显示屏模块、图像采集模块、无线

通信模块、语音播报模块均与中央处理模块有线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箱体上设置身份信息采集模块，所述身份信息采集模块与中央处

理模块有线连接。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无线通信模块采用GSM无线通信协议进行无线通信。

[0009] 一种智能防误操作钥匙箱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采集合格人员信息，建立合格人员信息数据库；合格人员包括具有直接取放钥匙权

限的高级申请人和具有发起取放钥匙操作申请的初级申请人，具体过程为：

A1）采集合格人员的脸部图像信息并存储；

A2）采集合格人员的个人身份信息并存储；所述个人身份信息包括申请人的名称、职

务、联系方式；

A3）将合格人员的脸部图像信息与个人身份信息进行一一关联，在存储模块内生成合

格人员信息数据库；

B.申请人向钥匙箱发起箱格n的存取钥匙操作申请，操作申请包括操作类型、操作原因

或完成时间一种或多种，中央处理模块判断发起申请的申请人是否为合格人员，是则进入

下一步，否则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短信至上级管理人员进行提醒；

C．中央处理模块判断合格人员的操作类型为取钥匙或存钥匙；若为取钥匙，则进入步

骤D；若为存钥匙，则进入步骤E；

D．中央处理模块判断是否允许申请人取钥匙，若允许，则箱门打开，反之，则箱门不打

开；具体流程如下：

D1）中央处理模块判断箱格n内是否有钥匙，若没有，则箱门不打开；若有，则进入步骤

D2；

D2）  中央处理模块判断申请人的类型，若申请人类型为高级申请人，则控制箱门直接

打开，申请人取走箱格n内的钥匙，箱格n的钥匙状态指示灯熄灭，同时将该申请人对箱格n

的取钥匙记录进行存储；若申请人类型为初级申请人，则进入步骤D3；

D3）中央处理模块将申请人信息及取钥匙的操作原因、完成时间通过GSM无线通信模块

以短信的形式发送至上级管理人员进行远程审批，审批通过，则箱门打开，并进入步骤D4；

反之，则不打开；

D4）申请人取走箱格n内钥匙，存储模块将申请人对箱格n的取钥匙记录进行存储，同

时，箱格n内的钥匙状态指示灯关闭；

E.  中央处理模块查询该申请人是否有钥匙箱内钥匙的借出记录，若有，则箱门打开，

申请人存钥匙，反之，则箱门不打开；申请人存放钥匙后，对应箱格的钥匙状态指示灯亮起。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B的具体过程为：中央处理模块控制图像采集模块对申请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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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拍照，将图像信息传送给中央处理模块，中央处理模块将接收到的图像信息与合格人员

信息数据库中的图像信息进行比对，若比对不成功，则为不合格人员；若比对成功，则为合

格人员。

[0011] 进一步的，步骤D中箱门打开同时，中央处理模块查询发起取钥匙申请的申请人是

否有钥匙箱内除箱格n外所有箱格的钥匙未还记录，若有，语音提示先归还钥匙，并在钥匙

归还后点亮对应箱格内的钥匙状态指示灯；若归还的钥匙与箱格不对应，则钥匙状态指示

灯为亮起的红灯；若归还的钥匙与箱格相对应，则钥匙状态指示灯为亮起的绿灯，并在存储

模块内记录归还钥匙的记录。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将钥匙箱与人脸识别、物联网等技术有机结合，实现用户对钥匙的授权使用、

实时监控，解决了用户对钥匙使用的监管难题。

[0013] 2.采用无线通讯组件解决了远程审批问题，通过手机短信模块收发信息，识别审

批通过/拒绝，再由系统来判断结果，产生响应操作。

[0014] 3.本发明的技术门槛要求低，只需要供电资源和通讯资源，不需要互联网资源和

公网资源，不采用互联网连接，不会引起网络控制，提升了安全性。

[0015] 4.本发明是一种支持手机远程审核验证和管理的智能防误操作钥匙箱，其优势在

于与应用场景的结合，将手机远程审核验证和管理系统应用在企业钥匙箱中，GSM无线通信

模块通过白名单识别接收短信来源，不接受其他号码干扰审核，加强了安全性问题；移动通

讯信号比网络信号更稳定，不受带宽限制，提升了稳定性。

[0016] 综上所述，本发明是一种轻量级的控制审核方式，具有快速、稳定、易实施等特点。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实施例一智能防误操作钥匙箱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实施例一智能防误操作钥匙箱使用方法的流程图。

[0018] 图中标号：1-箱体，2-箱门，3-箱格，4-RFID读写器，5-钥匙状态指示灯，6-电子锁，

7-触摸显示屏模块，8-身份信息采集模块，9-图像采集模块，10-无线通信模块，11-语音播

报模块，12-工业计算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0] 实施例一

如图1所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智能防误操作钥匙箱，包括箱体1和箱门2，箱体1内设置

十个箱格3，每个箱格3内均设置RFID读写器4和钥匙状态指示灯5，RFID读写器4与设置在该

箱格内钥匙上的RFID电子标签一一对应，箱门2上设置电子锁6，箱体1上设置触摸显示屏模

块7、身份信息采集模块8、图像采集模块9、无线通信模块10、语音播报模块11和工业计算机

12，工业计算机12包括中央处理模块、存储模块、内存模块，中央处理模块采用CPU-J1900，

内存模块的容量为2G或以上，存储模块的容量为64GB或以上，RFID读写器4、钥匙状态指示

灯5、电子锁6、触摸显示屏模块7、身份信息采集模块8、图像采集模块9、无线通信模块10、语

音播报模块11均与中央处理模块有线连接，无线通信模块10采用GSM无线通信协议进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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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通信；申请人通过触摸显示屏模块7进行操作，将其申请信息通过身份信息采集模块8进

行采集、中央处理模块处理后发送至存储模块内进行存储。

[0021] 上述智能防误操作钥匙箱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采集合格人员信息，建立合格人员信息数据库；合格人员包括具有直接取放钥匙权

限的高级申请人和具有发起取放钥匙操作申请的初级申请人，具体过程为：

A1）通过图像采集模块采集合格人员的脸部图像信息，经过中央处理模块处理后在存

储模块内存储；

A2）通过身份信息采集模块采集合格人员的个人身份信息并存储；所述个人身份信息

包括申请人的名称、职务、联系方式；

A3）中央处理模块将合格人员的脸部图像信息与个人身份信息进行一一关联，在存储

模块内生成合格人员信息数据库；

B.申请人通过触摸显示屏模块向钥匙箱发起箱格n的存取钥匙操作申请，操作申请包

括操作类型、操作原因或完成时间一种或多种，中央处理模块判断发起申请的申请人是否

为合格人员，是则进入下一步，否则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短信至上级管理人员进行提醒；

判断发起申请的申请人是否为合格人员的具体过程为：中央处理模块控制图像采集模

块对申请人进行拍照，将图像信息传送给中央处理模块，中央处理模块将接收到的图像信

息与合格人员信息数据库中的图像信息进行比对，若比对不成功，则为不合格人员；若比对

成功，则为合格人员；

C．中央处理模块判断合格人员的操作类型为取钥匙或存钥匙；若为取钥匙，则进入步

骤D；若为存钥匙，则进入步骤E；

D．中央处理模块判断是否允许申请人取钥匙，若允许，则箱门打开，反之，则箱门不打

开；具体流程如下：

D1）中央处理模块判断箱格n内是否有钥匙，若没有，则箱门不打开；若有，则进入步骤

D2；

D2）  中央处理模块判断申请人的类型，若申请人类型为高级申请人，则控制箱门直接

打开，申请人取走箱格n内的钥匙，由于箱格n内相对应的RFID读写器与RFID电子标签断开

通讯，RFID读写器传送信号给中央处理模块，中央处理模块控制箱格n的钥匙状态指示灯熄

灭，同时将该申请人对箱格n的取钥匙记录进行存储；若申请人类型为初级申请人，则进入

步骤D3；

D3）中央处理模块将申请人信息及取钥匙的操作原因、完成时间通过GSM无线通信模块

以短信的形式发送至上级管理人员进行远程审批，审批通过，则箱门打开，并进入步骤D4；

反之，则不打开；

D4）申请人取走箱格n内钥匙，存储模块将申请人对箱格n的取钥匙记录进行存储，同

时，由于箱格n内相对应的RFID读写器与RFID电子标签断开通讯，RFID读写器传送信号给中

央处理模块，中央处理模块控制箱格n内的钥匙状态指示灯熄灭；

E.  中央处理模块查询该申请人是否有钥匙箱内钥匙的借出记录，若有，则箱门打开，

申请人存钥匙，反之，则箱门不打开；申请人存放钥匙后，对应箱格的钥匙状态指示灯亮起。

[0022] 实施例二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在步骤D中增加一项归还已借出钥匙的管控机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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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步骤D中箱门打开同时，中央处理模块查询发起取钥匙申请的申请人是否有钥匙箱内

除箱格n外所有箱格的钥匙未还记录，若有，语音提示先归还钥匙，并在钥匙归还后点亮对

应箱格内的钥匙状态指示灯；若归还的钥匙与箱格不对应，即箱格内的RFID读写器与钥匙

上的RFID电子标签不匹配，则钥匙状态指示灯为亮起的红灯；若归还的钥匙与箱格相对应，

即该箱格内的RFID读写器与钥匙上的RFID电子标签匹配，则钥匙状态指示灯为亮起的绿

灯，并在存储模块内记录归还钥匙的记录。

[0023]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所做的其他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只要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

的精神和范围，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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